
 
 
 
 
 
 
 
 

107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107 年教育部師鐸獎 應用科技研究所 侯惠澤教授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機械工程系 郭俊良助理教授 機械工程系 郭俞麟教授 

營建工程系 黃慶東副教授 營建工程系 謝佑明副教授 

化學工程系 何郡軒副教授 化學工程系 王孟菊教授 

電子工程系 曾昭雄教授 電機工程系 黃騰毅教授 

電機工程系 廖文照教授 電機工程系 連國龍副教授 

資訊工程系 吳怡樂副教授 工業管理系 楊朝龍副教授 

資訊管理系 查士朝副教授 科技管理研究所 何秀青副教授 

設計系 董芳武副教授 人文社會學科 王維君副教授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黃國禎教授 色彩與照明科技研究所 孫沛立副教授 

107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機械工程系 蘇裕軒助理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邱智瑋副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陳志堅教授 營建工程系 廖敏志助理教授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郭永麟副教授 電子工程系 王煥宗助理教授 

電子工程系 李志堅教授 電子工程系 陳伯奇教授 

工業管理系 林久翔教授 企業管理系 郭啟賢副教授 

資訊管理系 朱宇倩副教授 建築系 彭雲宏教授 

設計系 范振能副教授 應用科技研究所 徐慶琪教授 

體育室 周宗豪專案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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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研究獎 
類別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優良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郭進星 

醫學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許維君 

 
類別 學術研究類 

傑出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陳建光 

化學工程系 教授 江志強 

電子工程系 教授 鄭瑞光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馬自莊 

光電工程研究所 教授 黃柏仁 

工業管理系 教授 紀佳芬 

工業管理系 教授 曹譽鐘 

企業管理系 教授 張譯尹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教授 陳素芬 

人文社會科 教授 林瑞珠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王復民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何清華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侯惠澤 

優良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郭俞麟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王丞浩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洪伯達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郭東昊 

化學工程系 教授 林析右 

化學工程系 教授 張家耀 

化學工程系 教授 陳崇賢 

電子工程系 教授 呂政修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陳俊良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黃志良 

工業管理系 教授 郭人介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蔡協致 

應用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鄭智嘉 

     
 

https://www.gsas.ntust.edu.tw/
https://www.gsas.ntust.edu.tw/
https://www.gsas.ntust.edu.tw/
https://www.gsas.ntust.edu.tw/
https://www.gsas.ntust.edu.tw/


類別 產學研究類 

傑出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陳炤彰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鄭正元 

電子工程系 教授 邱煌仁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郭重顯 

電機工程系 教授 楊成發 

優良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林其禹 

營建工程系 教授 邱建國 

營建工程系 教授 楊錦懷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郭政謙 

資訊管理系 教授 羅乃維 

 
類別 創作類 
優良 建築系 副教授 陳彥廷 

 
107 學年度年輕學者研究獎助 

單位 職稱 姓  名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林柏廷 

應用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洪維松 

建築系 助理教授 陳彥廷 

 



 
◆主管異動 

最
新
人
事
動
態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及職稱 生效日期 備註 

莊榮輝 副校長、教務長 聘兼 應用科技研究所

專案教授 
108.02.01-
108.07.31 

108.02.01 報

到後生效 

李思穎 人文社會學院院

長 
聘兼 應用外語系教授 108.02.01-

108.07.31 
 

蘇金輝 人文社會學科科

主任 
聘兼 人文社會學科副

教授 
108.02.01-
108.07.31 

 

阮聖彰 應用科技研究所

所長 
免兼 電子工程系教授 108.02.01  

陳伯奇 應用科技研究所

所長 
聘兼 電子工程系教授 108.02.01-

108.07.31 
 

郭啟賢 副學務長 聘兼 企業管理系副教

授 
108.02.01-
108.07.31 

 

 羅乃維 資通安全研究與

教學中心主任 
免兼 資訊管理系教授 108.02.01 任務編組 

 查士朝 資通安全研究與

教學中心主任 
聘兼 資訊管理系副教

授 

108.02.01-
108.07.31 

任務編組 

 黃忠偉 色彩與照明科技

研究所所長 

免兼 電子工程系教授 108.02.01  

 歐立成 色彩與照明科技

研究所所長 

聘兼 色彩與照明科技

研究所教授 

108.02.01-
108.07.31 

 

 ◆教師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陳品銓 機械系教授 升聘 107.08.01   

 
游進陽 材料系教授 升聘 107.08.01  

 

 
柯文政 材料系教授 升聘 107.08.01  

 

 
林淵翔 電子系教授 升聘 107.08.01   

 
鄧惟中 資工系教授 升聘 107.08.01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花凱龍 資工系教授 升聘 107.08.01   

 
林希偉 工管系教授 升聘 107.08.01   

 
王淑玲 師培中心教授 升聘 107.08.01  

 

 
郭俊良 機械系副教授 升聘 107.08.01   

 
周錫熙 電子系副教授 升聘 107.08.01 

  

 
林景源 電子系副教授 升聘 107.08.01  

 

 
林保宏 電子系副教授 升聘 107.08.01 

  

 
陳彥廷 建築系副教授 升聘 107.08.01 

  

 
郭進星 機械工程系副

教授 
離職 108.02.01 

  

 
曾婷芝 化學工程系助

理教授 
離職 108.02.01  

 

 
王 瑩 人文社會學院 

專案副教授 調任 108.02.01-
108.07.31 

由研究發展處

調任 
 

 
吳育偉 

臺灣建築科技
中心專案助理
教授 

離職 107.12.24  
 

 
◆職員、約用人員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林心怡 人事室行政專員 回職復薪 107.12.31 育嬰 

 

 
黃敬淳 教務處行政組員 留職停薪 

107.09.27-
108.09.26 育嬰 

 

 
陳慧玲 總務處行政組員 留職停薪 

108.01.01-
108.10.11 育嬰 

 

 
胡俐晨 主計室行政組員 留職停薪 

108.01-01-
108.06.30 育嬰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吳熙煌 總務處行政組員 調職 108.01.01 原職為學務處

行政組員 
 

 
包念瑀 學務處行政組員 調職 108.01.01 原職為總務處

行政組員 
 

 蘇美蘭 化工系行政組員 調職 108.01.31 原職為營建系
行政組員 

 

 

 

 

重 

要 

訊 

息 

◆ 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率，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重行釐定並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起，依精算結果調整；不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 8.28%。

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 12.53%。【銓敘部 107 年 12 月 14 日部退一

字第 1074673209 號函。】 

◆ 108 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請參考公告。【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7 日原民綜字第 1070074955 號函】 

◆ 轉知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 108 年訓練計畫，請參考公告。【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 108 年 1 月 2 日公評字第 1072260459 號函】 

 有關公務員請假規則、教師請假規則修正及本校約用工作人員休假辦理方式

調整，請參考公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108 年 1 月 8 日臺科大人字第

1080100278 號書函】 

法 

規 

宣 

導 

◆ 有關「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附則九規定委託研究計畫範圍疑義，請參

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11 月 21 日總處

給字第 1070056256 號書函】 

◆ 有關公務員離職後得否至曾與原服務機關辦理技術移轉案件之公司任職，請

參考附件。【銓敘部 107 年 11 月 30 日部法一字第 1074667276 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114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1148,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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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124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1139,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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